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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凤凰山矿业公司为树
立红线意识，强化安全理念，以“安
康杯”竞赛活动为载体，积极组织开
展群众性安全生产活动，增强安全生
产群众监督工作的实效，努力实现
“两个提高、两个为零、十个加强”的
目标，确保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
取得扎实成效。

该公司“安康杯”竞赛目标是坚
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的方针。两个提高：提高企业职工管理
者安全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企业
职工安全生产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两
个为零：实现企业死亡事故为零，重大
事故为零。十个加强：加强企业安全管
理；加强工会群众监督；加强职工安全
健康保障机制建设；加强安全文化建
设；加强职工安全健康教育；加强安全
之家和安全班组建设；加强女职工劳动
保护和安全防护；加强安全生产网络建

设；加强一线竞赛制度建设；加强竞赛
工作机制建设。

与 此 同 时 ， 该 公 司 工 会 将 在
“4.22”安全警钟日和“安全生产月”
期间，会同安环部门共同组织开展以
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知识为主要内容
的系列安全宣教活动。其中包括：升安
全旗和安全生产签名活动；矿领导安
全电视讲话；召开职工家属座谈会；举
办一期安全漫画比赛和安全宣传栏黑

板报比赛；开展“安康杯”职工乒乓球
活动；结合“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
举办“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及安全生
产月安全咨询活动；举办一期劳动保
护监督员培训班; 开展季度劳动保护
监督检查等系列安全教育活动。通过
各类安全宣教活动的开展，提高职工
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推动竞赛活动
深入持久开展。

本报记者 夏富青 通讯员 段 青

凤凰山矿业公司扎实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
两个提高 两个为零 十个加强

“难怪你那天手机上的‘网络考
勤系统’一直无法登录呢，是你把自
己的 ERP号给输错了。有了‘网络考
勤系统’，比以前在电脑上查指纹和
每月等待下发纸质工资条，省事多
了。”日前，冬瓜山铜矿充填区职工相
互交流着“企业微信号”登录及运用。

网络考勤系统，是冬瓜山铜矿新
建立运行的“企业微信号”，广大职工
只要在自己手机里下载一个“企业微
信号”，不仅可以轻松查询指纹考勤、
工资绩效等相关个人信息，还能浏览
企业动态、安全文化等知识。新建立
运行的“企业微信号”用户名，必须与
其本人手机号、ERP 相匹配才能安全
使用。为确保每位职工能够快速掌握

“企业微信号”的使用方法及遵守准则，
这个矿充填区及时向职工做好“企业微
信号”开通、登录、查询等宣传工作,让
大家分享互联网带来的简单与便捷。

考虑到班组职工普遍年龄偏大，对
智能手机的使用功能不太熟悉，区考勤
员汤环通过班组 QQ 群或支部微信群，
不厌其烦地向大家解疑释惑。3 月 6 日
这天，下班途中的朱师傅想登录“企业
微信号”查看当天的指纹考勤，可他咋
也登录不了，回到家里，他试着连接无线
网，还是无法登录。情急之下，朱师傅只
好打电话求助，汤环在电话里耐心询问
并“远程”指导操作，当朱师傅对着手机
连声说“谢谢”时，已是 22时许。

汪为琳

受欢迎的“企业微信号”

本报讯 2017 年，铜冠冶化分
公司持续深入强化廉洁教育，坚持实
行廉洁承诺制度和定期廉政约谈制
度，多层次筑牢拒腐防变堤坝，为完
成公司年度方针目标提供坚强纪律
保障。

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
督条例》的学习教育为契机，该公司

进一步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廉洁从业教
育和典型案件警示教育，定期组织中层
管理人员及工程项目、财务、商务等重点
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廉洁从业专题教育，
做到警钟长鸣，以前车之覆作为后车之
鉴，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自觉增强拒腐防
变能力。

该公司党委与各党支部签订承诺
书，公司纪委则继续组织机关部室及基

层单位对人财物及报销、签单等有决定
权的关键岗位人员签订承诺书。该公司
通过承诺书签订，使每一位关键岗位人
员加深了学习理解，进一步明确了各自
底线。

此外，定期约谈部分单位、部门主
要负责人也是该公司今年一项重要工
作。该公司党委主要负责人与领导班
子成员，领导班子成员与分管部门以

及联系点主要负责人定期开展廉政谈
话。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
核、督查等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以及信
访举报反映的问题，纪委视情况约谈
有关单位负责人和车间班子成员。同
时对信访反映有轻微违纪和不廉洁行
为苗头的干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
行提醒谈话、诫勉谈话。

陈 潇 朱长华

铜冠冶化分公司深化廉洁从业教育筑牢拒腐防变堤坝

2006年，毕业于中南大学冶金学
院环境工程专业的徐磊来到铜陵有色
技术中心，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十
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取得冶金工程
师和环境工程工程师双职称任职资
格、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从一名
初出茅庐的职场新人，成长为了该中
心的技术骨干。

没有华丽动听的言语，也没有轰
轰烈烈的事迹，伴随着他这十多年成
长的，却是一颗实实在在执著科研的
心。正是这一个又一个他参与的科研
项目，印证着徐磊的付出与成长。

“奥炉改造工程” 是安徽省及集
团公司重点工程项目，也是技术中心
近年来承揽的最大规模的铜冶炼项
目，内容复杂不说，子项也十分多。作
为该工程安全环保专业负责人和项目
秘书的徐磊，从项目的科研、初步设计
到施工图设计阶段，他都全程参与，每
天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有时候忙完已
经是晚上了，这样起早贪黑对他来说
已经是家常便饭。兢兢业业、一丝不
苟，在徐磊眼中，“脚踏实地地工作，
能为集团公司提供优质的设计服务，
这才是实实在在地发挥了自己的作
用”。

这些年来，徐磊参与的项目很多
都是技术中心此前并未有过的。就拿
太和长江公司年产 16 万吨再生铅冶
炼项目来说，这就是该中心首次承担
的以废旧铅酸蓄电池为原料回收再生
精铅冶炼工程设计项目。新的项目对
于科研人员而言，意味着参考资料的
匮乏，以及对相关工艺过程及操作条
件的陌生。

为了能够弥补短板，徐磊通过各
种途径搜集了大量与铅冶炼相关的资
料和书籍，充实理论知识，同时组织设
计人员到国内同类先进企业考察学
习，了解生产工艺操作条件、主要设备
和关键技术指标。

努力并不白费。在方案编制过程
中，徐磊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工艺流程、
车间配置、总图布局以及环保措施方
案，还结合自己的工程设计经验，首次
将原来占地面积大、清理难度大的人
字型冷却烟道改为立式自动清灰表面
冷却器，仅此一项改动就将冶金工艺
收尘系统长度缩短了十余米，收尘区
域占地面积减少 1000 平方米以上，
车间布置也比以前更加紧凑合理。项
目最终顺利通过了环保方案审查和环
评审批，并建成投产，成为铜陵有色设
计研究院在再生铅冶炼工程设计方面
的首个业绩。

勤恳、开拓、创新，项目的成功为
该中心赢得了良好口碑。凭借项目的
示范效应，近三年来，该中心又连续争
取到了太和环宇、太和顺达、太和奥
能、陶庄湖废物处置公司、太和中冶等
五家企业的咨询、设计合同，为铜陵有
色设计院在再生铅冶炼行业打开了一
片新市场。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面
对过去的成绩，徐磊说：“作为一名年
轻的基层科技工作者，我深知企业的
发展离不开科技水平的进步，只有不
断学习新的技术，并在项目工程设计
中合理运用，才能为企业创造实实在
在的效益。”

萨百灵 张 蓓

实实在在的科研人
———记 2016 年度技术中心标兵徐磊

本报讯 近日，铜冠物流金铁分
公司工务段驻市富鑫钢厂道口工作人
员积极清理铁路道口钢轨轮缘槽内的
杂物，确保安全生产。

据金铁分公司工务段当班的道口

工介绍，富鑫钢厂道口来往的车辆十
分频繁，尤其是大型货车过往带来的
泼洒物侵蚀铁路平交道路面，造成钢
轨轮缘槽杂物较多，影响到铁路行车
安全。由此，金铁分公司工务段加强道

口日常维护，提高道口安保能力，要求当
班道口工除了加强了望和关闭栏杆外，
还要及时清理道口轮缘槽，平整道口铺
面，清理道口排水沟等，保持道口和附近
线路安全和整洁。 邹卫东

铜冠物流金铁分公司加强道口日常维护

3月 8 日，金威铜业公司女职工正在进行跳绳比赛。在欢度“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为激发广大女职工爱岗敬业
的热情，丰富女职工节日期间的业余文化生活，增强员工身体素质，金威铜业公司女工委于“三八”节当日组织广大女职工
到西湖湿地公园，开展了跳绳比赛和游园活动，受到女职工的欢迎。 王红平 黄军平 摄

本报讯 3 月 7 日下午，安庆铜
矿举办第二十四届科技节。该矿各
专业工程技术人员代表、科技工作
者代表和广大职工代表集聚一堂，
畅所欲言，讲心得、谈体会，为新形
势下矿山打赢改革发展的攻坚之战
建言献策。

一直以来，该矿坚持“科技兴矿、
科学发展”的理念，以科技促进企业
发展。2016 年，该矿共收到合理化建
议 840 余条，科技论文 60 余篇，完成
小改小革 75 项，科技攻关 5 项，QC
成果活动开展 14项。其中 《五措并
举，四化生效，化解当前用工缺员瓶颈
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课题获得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三等
奖，《发挥党建工作优势助力企业降
本增效》、《浅谈矿山企业资金管理》

分别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管理优
秀论文奖。《提高充填管道法兰焊接合
格率》课题小组获得了“全国有色金属
行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称号。

“这些科技活动的开展，解决了矿
山生产经营中一个又一个难题，提高了
工作效率，保障了安全生产，实现了降
本增效。”该矿行政主要负责人任兴发
深有体会地说：“如今是科技腾飞的时
代，新知识、新技术的更新速度非常快，
必须坚持科技创新，才能推动矿山发
展。”

2017 年，该矿将强化“科技兴矿、
科学发展”的理念，继续坚持“自主创
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
科技工作方针，为全面完成集团公司下
达的全年各项考核任务努力奋斗。

陈 潇 胡耀军 乔二锋

安庆铜矿举办第二十四届科技节

稀贵金属分公司十分重视女职工的文化生活，经常组织她们开展丰富多彩的
文体活动：歌唱、诗朗诵、时装走秀、女红比赛……既展示了女职工多才多艺的美
好形象，又增进了女职工们相互之间的感情交流。图为该公司女职工在进行穿针
引线比赛。 章 庆 摄

3月 8 日下午，张家港铜业公司工会组织近 40 名女职工跳绳爱好者，举行了
一场女职工一分钟跳绳比赛，使广大女职工度过了一个快乐的节日。宋腊英 摄

长期以来，铜山矿业公司充分发挥女职工在企业建设发展中的 “半边天”作
用，积极探索女工管理工作的有效途径，利用重大节假日，组织广大女职工开展形
式多样的文体活动，陶冶女职工情操，增强女职工综合素质，为推动矿山安全发展、
和谐发展筑牢第二道防线。图为该公司女职工参加掼蛋比赛时场景。 张 霞 摄

在铜陵市铜官区天井湖社区，一
对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夫妇的故事被
广为传颂。“我求不到与老伴同月同
日生，只求与老伴同年同月同日死，来
世还做夫妻。”不离不弃，无怨无悔，
刘谋久老人 31 年如一日，照料着身
有三伤一病妻子的事迹感动着无数
人，谱写了一曲朴实却感人至深的真
爱乐章。

刘谋久是铜冠矿建公司退休职
工，今年 84 岁，居住在铜官区天井湖
社区和谐家园。1985 年冬老伴在家烧
炭升温洗澡，中毒昏迷倒在火盆上差
点烧死，左右腿骨先后摔断，又患上高
血压、重度糖尿病，接二连三住院，尽
管自己也做过手术身体不太好，但他
始终没有放弃，付出常人难以想像的
艰辛，多次将老伴从死神手中夺回。如
果不是他用生命呵护，老伴也去世了。
他就是这样，用大爱、责任和坚韧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刘谋久妻子朱腊宝今年也是 84
岁。1985 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她在家
用火盆升温洗澡，因门窗紧闭，中毒后
倒在火盆上不知人事，等老刘下班回
来背部已烧有碗口大的焦疤，血肉模
糊，惨不忍睹，都以为死了，同单位的
彭医生得知后，先把人抬到通风处，一
面给她拿脉，一面叫来了救护车急忙
送到医院。经医生全力抢救，夜里凌晨
奇迹出现了，她没有死开始有点喘气，
人救活了，但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

老伴都像植物人一样神志不清。通过
接上烧断的腰椎骨、挖肉补肉、割皮植
皮等一系列手术，历时两年多，伤疤治
好了，但腰直却不起来了，本来一米五
六的个头缩成不到一米高。祸不单行，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一次收阳台衣
服又摔倒，左大腿骨断裂，前面伤没有
完全好，哪知开橱柜时又摔倒了，造成
右大腿骨断裂，先后两次住院治疗，做
了两次手术，两条腿上的钢筋至今还
在，鉴定为二级伤残。也可能是体力虚
弱和不能活动的原因，后又查出患有
高血压、重度糖尿病，骨瘦如柴。

面对家庭经历如此灾难，经济上不
堪重负，加上老刘胆管开刀，精力也跟
不上，许多好心人劝老刘医治老伴不必
那么认真，毕竟双方都有这么大把年纪
了。但老刘不是这样想，他说：“夫妻一
场前世修，她的命就是我的命，只要我
还有一口气，都不能放弃，只要有一口
吃的，我决不会独吞。”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平时尽管子女们都在尽
孝心，见缝插针来服侍。老刘考虑他们
都有工作，都有自己的事，尽量自己承
担。特别是治伤疤补肉补皮的日子里，
他72天没有上床睡过觉，老伴趴在床
上，解小便还好些，解大便因为不能动
弹，不仅脏而且每解一次都要擦洗好几
遍，赶上便秘还得用手抠，遇上腹泻擦
的脏布脏物都有一大盆，医院的医务人
员和其他病人都无不感动。每天早上起
床，老刘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伴擦洗身

子，夏天还好些，寒冷的冬天，老刘手冻
得就像块馒头，遇上雨雪天，衣服尿布还
得用电火桶烘，否则跟不上需要。夏天老
伴出汗多，一天要擦洗好几次，晚上先帮
老伴洗澡、穿衣，再把她抱上床，待老伴
睡稳后他自己才洗澡。夜里只要老伴有
点响动，他立即起床生怕老伴摔倒。多少
年来，老刘没吃过一餐自在饭，总让老伴
先吃自己才吃，就这样，老刘没有睡过一
晚安稳觉，家里的灯火经常彻夜通明。多
少年来，自从老伴卧病在床，老刘没离开
家一步，没有在外面宿过一夜，付出了常
人难以想像的艰辛。

为了加强老伴的营养，他每天早上
风雨无阻磨豆浆煮鸡蛋，买老伴爱吃的
菜。正因为老刘无微不至地照料，老伴脸
上气色也好了，身上从没有一点异味，花
白的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不知情的
人乍一看，根本上看不出来是一个起死
回生瘫痪在床多年的人。如今老刘满头
满脸长着黑斑，但他很满足，这就是因为
老伴还依偎在身边。当年时任市委书记
的沈素琍还前去他家慰问，更加增添了
他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他现在什么也不
奢求，只求与老伴同年同月同日死，来世
还做夫妻。

刘谋久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用生命精
心守候着自己的爱人，用最真挚的情感
谱写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爱无疆、
让爱传扬，2017 年 3月 2 日，刘谋久老
人被铜陵市文明委授予孝老爱亲的“铜
陵好人”光荣称号。 曾红林

只为与你生死相依
———记“铜陵好人”铜冠矿建公司退休职工刘谋久


